
 

111年度多元健康領域人才培育 

暑期課程簡章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多元健康領域教學推動中心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1年 5月 31日止 

（5月 31日起未額滿課程可繼續報名，額滿為止） 

三、 上課日期：自民國 111年 6月 18日起至 8月 31日止 

（課程大綱請參閱教學推動中心網站公告） 

四、 上課時間、地點與招生名額： 

依課程安排而定，上課地點為臺灣大學校總區，實際授課時間與招生名額

請參閱教學推動中心網站公告。 

五、 招收學員對象： 

(1) 國內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教師、大學部學生及碩博士學生 

(2) 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助理人員(含公務機關之公務人

員) 

(3) 多元健康產業及食品產業界相關人士 

(4) 對多元健康產業及食品產業創新議題有興趣者 

六、 課程網頁：https://diversifiedhealth.ntu.edu.tw 

七、 課程： 

（授課教師保有依課程需求調整師資、課程內容或上課教室之權利） 

課碼 課程名稱 
開課 

教師 
學分數 人數 開課時間 

600U0610 
數位科技在多元健康的管理與

應用 

郭彥甫 

周呈霙 

謝博全 

2 30 06/20(一)~06/25(六) 

600U0620 
多元健康之國際行銷與跨域創

業 

陳惠美 

曾正忠 
2 30 06/27(一)~07/02(六) 

600U0600 綠色健康產業數位科技 張俊彥 2 30 07/05(二)~07/10(日) 



600U0630 健康園藝(園藝治療) 張育森 2 30 06/27(一)~07/01(五) 

600U0640 森林療癒力 余家斌 2 30 
07/11(一)~07/16(六) 

09:00-12:00、13:30~16:30 

600U0650 伴侶動物健康與福祉 陳明汝 2 30 07/04(一)~07/08(五) 

600U0660 多元健康創新行銷傳播與法規 林如森 2 25 
06/18(六)、06/19(日)、 

06/25(六)~06/27(一) 

600U0670 
動物用疫苗研發之原理、授權

到上市 
張惠雯 2 30 

07/04(一)~07/06(三)、 

07/08(五)、07/11(一)、

07/15(五) 

600U0680 農業療癒活動設計 

張育森 

陳惠美 

余家斌 

1 20 
07/09(六)、

07/11(一)~07/15(五) 

600U0690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1 
蔡明哲 

葉德銘 
1 20 7月或 8月依實習公司規定 

600U0700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2 
蔡明哲 

葉德銘 
2 20 7～8月依實習公司規定 

八、 收費標準：各課程收費依繳費系統公告為主。  

主辦單位保留查驗報名身份證明文件之權利：本校及外校學生身份請於第一

堂課攜帶學生證；新入學學生請提供錄取證明。報名身份經查不符者，主辦單位

將視情況要求更正資料或取消報名資格。如應繳交費用因而造成訛誤者，主辦單

位將通知補繳差額，不得異議。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與夥伴學校學生，享有本校學生優惠。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為三校聯盟，包含本校及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夥伴學校名單如下：中

興大學、成功大學、宜蘭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共 4校。 

  



九、 報名及繳費： 

1. 報名： 

(1) 除課程另有規定需檢附書面資料者外，一律採線上報名。 

(2) 線上報名請先註冊，填寫資料後取得帳號；已註冊者，請直接登入。 

(3) 選課完成後 上傳繳費證明 或郵寄至 changhy214@ntu.edu.tw 、

cychun@ntu.edu.tw，學員需完成「選課」及「繳費」方視為報名成功。未

完成繳費者視為未報名成功，恕不保留名額。  

2.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1、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2」修課說明： 

(1) 本課程不提供校外人士選課。 

(2)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1」為實習 1個月之 1學分課程，「多元健康產業實

習 2」為實習 2個月之 2學分課程，請依照個人需求選擇相對應學分數之

課程。 

(3) 實習單位名單與相關資訊，請詳閱簡章附件。 

(4) 請至本中心網站→檔案下載區（https://diversifiedhealth.ntu.edu.tw/down

load/all/1）下載並詳閱 111 年實習手冊；於報名完成後 7 日內備妥以下

紙本資料(郵寄或親送)至「106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138號造園館 2

樓 206室（陳惠美教授辦公室-多元健康領域教學推動中心）」，信件封

面請註明「申請暑期多元健康產業實習」，111年 5月 25日報名截止後

將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1) 實習手冊內之「實習申請表」（附件一） 

2) 個人自傳 

3) 歷年成績單正本 

4) 學生證正反影本 



(5) 各實習場所因提供名額、實習時間長短及實習需求各有差異，111年 5月

25 日報名截止後將擇期通知選課學員，統一進行面試與分發。（若有特

殊情況致使實習場所變動或內容修改，將提前通知修課學員進行調整或

變更實習地點。） 

(6) 實習志願分發以「完成所有報名程序及繳交完整報名資料者」之先後順序

為依據。 

(7) 若有本實習課程志願選填與相關事宜之疑問，請與本中心聯絡。 

3. 繳費： 

(1) 除部分課程需經審查外，學員需完成「選課」及「繳費」手續後，方視為

報名成功。未完成繳費者視為未報名，恕不保留名額。建議於選課後，儘

速完成繳費。  

(2) 請於收到 E-mail 寄發之繳費通知後 3 日內完成繳費，以保留上課名額。

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名額不予保留，需重新上網選課。收據一律於上

課教室領取。 

(3) 如系統寄發錄取通知信距離開課不到 7日者，需於開課前完成繳費，方能

領取講義。 

  



十、 各課程費用： 

暑期課碼 課程名稱 學分 

本校及三校

聯盟暨夥伴

學校學生 

外校學生或 

本校教職員

工、系友 

校外人士 

600U0610 
數位科技在多元健康的管理

與應用 
2 

不收費 

$2,000 $4,000 

600U0620 
多元健康之國際行銷與跨域

創業 
2 $2,000 $4,000 

600U0600 綠色健康產業數位科技 2 $2,000 $4,000 

600U0630 健康園藝(園藝治療) 2 $2,000 $4,000 

600U0640 森林療癒力 2 $2,000 $4,000 

600U0650 伴侶動物健康與福祉 2 $2,000 $4,000 

600U0660 
多元健康創新行銷傳播與法

規 
2 $2,000 $4,000 

600U0670 
動物用疫苗研發之原理、授

權到上市 
2 $2,000 $4,000 

600U0680 農業療癒活動設計 1 $1,000 $2,000 

600U0690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1 1 不開放 不開放 

600U0700 多元健康產業實習 2 2  不開放 不開放 

十一、 學分： 

（大學部學生以 60分(C-)為及格，碩士班以上學生以 70分(B-)為及格） 

1. 本校學生： 

(1) 在學學生：於學期選課系統中不予處理，成績由本校教學推動中心彙整造

冊送教務處登錄至暑修課程。 



(2) 臺大 111 年 9 月入學新生：修畢本課程且考試成績及格者，發給學分證

明，請持「學分證明」自行向就讀系所辦理學分抵免，學分抵免依「國立

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之。 

(3) 修課學分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請自行向就讀系所確認。 

2. 非本校學生（本校教職員助理與校外學員）：修畢本課程且考試成績及格者，

將發予學分證明書，並直接郵寄至報名之通訊地址。學分證明書於 9 月份所

有暑期課程結束後統一製作核發。 

十二、 本校在校學生退選與停修作業： 

1. 本校在校學生於繳費後無法參加課程者，應於開課前辦理「退選」，填妥「退

選申請書」後送交教學推動中心辦理，課程開始後一律不得申請「退選」。 

2. 開課後如無法繼續修習課程者，應辦理「停修」，填妥「停修申請書」 經授

課教師同意後送交教學推動中心辦理。停修課程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停

修應於課程未逾 2/3 前申請，逾期不得申請停修，由授課教師依該課程評定

成績方式評定成績後，經教學推動中心送教務處登錄。 

 

十三、 退費： 

1. 退費流程：學員繳費後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請上網下載「退費申請表」至

教學推動中心辦理退費，申請退費必須附上收據正本(學員聯)及退費申請書， 

並於 9月份所有課程結束後統一辦理退費作業。  

2. 退費標準（以備齊申請資料之日期計算)： 

(1) 開課日前一週之前申請者，退費 80%。 

(2) 開課日前七日(含)至未逾授課時數四分之一申請者，退費 50%。 

(3) 開課後，逾授課時數四分之一申請者，不予退費。  



(4) 經由其他銀行（非郵局）退費者，須自行吸收匯款手續費（新台幣 30

元）。 

3. 依本校規定，退費一律檢附收據正本。如未於申請時檢附者，請最遲於未逾

授課時數四分之一前補齊收據正本，方能申請退費。如逾授課時數四分之一

而尚未補齊者，恕不受理退費申請。 

4. 因天然災害停課之課程費用不予退費，停課學員因故無法參加補課者，亦不

予退費。 

 

十四、 注意事項： 

1. 上課全程必須佩戴名牌，所有課程謝絕旁聽。 

2. 如遇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洪水、豪雨等），台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課， 

本課程亦停止上課；因天然災害屬人力不可抗拒事由停課可免予補課，唯是

否補課由各授課教師自行決定，並另行通知學員。 

 

十五、 聯絡資訊： 

多元健康領域教學推動中心 張小姐、陳小姐，Tel：02-3366-3354； 

E-mail：changhy214@ntu.edu.tw、cychun@ntu.edu.tw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138號造園館 2樓 206室 

 

十六、 本招生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十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教學推動中心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公布之即時疫情，隨時調整因應措施及發布公告。 


